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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还会反弹吗？
如何过好疫后新生活？
——专家解析当前湖北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

据新华社武汉 6 月 29 日电 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降至三级已过半月，全省连续
40 多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也只是零星散发；同时全球确诊病例日新增达
10 万例以上，累计已超 1000 万例。湖北的疫情传播被阻断了吗？疫情在湖北还会反弹吗？常态化防控下，
企业和公众应该如何开展生产生活？就这些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本土疫情传播已被阻断
但不等于疫情结束
湖北应急响应级别降为三级以来，湖
北省、武汉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速
恢复。记者近日在武汉市交通场站、商超
景点、居民小区、企业走访发现，小区被封
闭的出入口打开了，外出就餐购物的人明
显多了，地铁、公交上的客流回升了，企业
也纷纷复工复产。
快速恢复的“烟火气”，源于人们对湖
北省、武汉市当前疫情防控的信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专家、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5
月中下旬，武汉完成近 990 万人集中核酸
检测，无症状感染者检出率仅 0.303/万，没
有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况。6
月以来，武汉市没有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
者；6 月 15 日，武汉市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
切接触者全部清零。
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出现聚集性疫情
后，湖北省武汉市迅速组织对农贸市场、超
市的环境样本进行抽检。武汉市卫健委通
报称，6 月 13 日至 28 日，武汉市、区疾控中
心已抽检超市 414 家、农贸市场 763 家、水
产品进出口贸易公司 5 家、医院两家、污水
处理厂 11 家、特殊场所 1 个、公共厕所 121

个，共采集和检测环境样本 40383 份，结果
全为阴性。
冯子健认为，经过艰苦努力，付出巨大
牺牲，当前湖北武汉地区的病毒传播已基
本阻断，但绝不意味着疫情结束，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较大。

湖北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小
疫情反弹最大威胁是自满
6 月以来，湖北鄂州、荆州出现了零星
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他省市也发现了少量
湖北输出的无症状感染者。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魏晟认为，只要不停止
检测，无症状感染者可能还会发现，但湖北
现阶段的无症状感染者大多是既往感染
者，传染性较小。
冯子健说，湖北武汉无症状感染者持
续走低，没有在传播中起放大作用；外地出
现的从湖北输出的无症状感染者，在原发
地和目的地都没有导致再传播，说明他们
的传染性是非常有限的。
武汉市对集中核酸检测排查发现的
300 名无症状感染者，提取痰液和咽拭子
样本，经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病毒分离培养，
300 人份样本均未培养出“活病毒”；对他
们使用过的牙刷、口杯、口罩、毛巾等个人

用 品 采 集 擦 拭 样 ，检 测 结 果 均 为 阴 性 ；
1174 名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也均为
阴性。
“不要过度炒作无症状感染者，只要对
无症状感染者加强管理，加强监测，就不必
恐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专家、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说，
“无症状感
染者的存在是传染病的规律，麻疹、流感、
SARS 等都有一定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
但并未引起社会上的大传播。”
然而，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全球快速传
播，防境外输入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内部
分地区连续出现聚集性疫情，疫情反复的
警钟仍不时敲响。
“一些国家正在出现积极的迹象，在这
些国家，现在最大的威胁是自满。”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说。

常态化防控不松劲
适应“撑雨伞”消除“恐鄂症”
应急响应级别降为三级以来，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的督促指导下，湖
北省、武汉市努力落实常态化防控各项工
作，推动消除外省市的“恐鄂症”，实现湖北
武汉心理上“解封”。
据冯子健介绍，武汉市集中核酸检测

排查虽未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
况，仍规范管理无症状感染者，严格实行发
现、报告、隔离、处置全流程闭环管理。
“我们到武汉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隔离
点、定点医院去巡查这些新增的无症状感染
者。”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专家、北京
地坛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蒋荣猛说。联
络组与湖北省、武汉市共同研究建立了无症
状感染者复核制度，
对每日新发的无症状感
染者都要完善“1+3”检查——即在核酸检
测基础上，根据诊断需要进行抗体、血常规
和 CT 检查，并建立日报告制度，进行精细
化分类管理。
“只要国外的疫情没结束，还可能会出
现病例，防控措施可能长期处在一张一弛
的状态。比如现在是安全的，就逐步恢复
正常生活，后面如果又有反复，也要适应防
控措施收紧。”冯子健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负责人
说：
“疫后的新常态是‘在雨天下’工作和生
活，一手‘撑雨伞’一手干活，如果防控措施
落实不了，就很可能出现反复，这把‘伞’就
出了窟窿，雨就会淋一身。”
专家认为，在湖北、武汉早已成为低风
险区域的情况下，各地继续“特殊”对待湖
北、武汉完全没有必要，全国人民应该尽快
对湖北、武汉从心理上“解封”。

一批新的法律法规 7 月起施行

新司法解释保障“告官见官”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进入 7 月，
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施行。公职人员行
为监管更加严格、社区矫正工作从此有法可
依、新森林法聚焦林业可持续发展……法
治，让社会治理更完善，让你我生活更安心。

政务处分法

构筑惩戒职务违法严密法网
一些公职人员的行为“政纪不适用，党
纪管不了”？自 7 月 1 日起施行的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
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
政务处分法中所列出的违法行为，除
了贪污贿赂、收送礼品礼金、滥用职权等较
为常见的公职人员违法行为之外，还纳入
了“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料的”
“违反个人
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
“ 拒不按照
规定纠正特定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
从事经营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的”
“违
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
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等，并规定了其
适用的政务处分。

社区矫正法

突出监管与教育帮扶相结合
社区矫正法自 7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我
国首次就社区矫正工作专门立法。
该法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和工作原
则，规定社区矫正是为了“促进社区矫正对
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社区
矫正工作坚持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结合，专
门机关和社会力量相结合，采取分类管理、
个别化矫正，
有针对地消除矫正对象可能重
新犯罪的因素，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

新森林法

聚焦林业建设可持续发展
新修订的森林法自 7 月 1 日起施行。
该法充分体现出
“生态优先、保护优先”
的原
则，同时实行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力求实现
林业建设可持续发展。
新森林法的一大亮点，是将植树节以法
律形式规定下来，
明确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植
树节，
进一步强化了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城乡居民的造林
绿化责任。
新森林法加大了对天然林、公益林、珍
贵树木、古树名木和林地的保护力度，完善
了森林火灾科学预防、扑救以及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制度。
新森林法确立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制度，
将
森林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
公益林实行严格保
护，
商品林则由林业经营者依法自主经营。

新司法解释

进一步保障“告官见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
该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活动，保障民众能够
“告官见官”
。
司法解释明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内涵。一是仅限于诉讼程序，不包括询
问、调查等程序；
二是不限于行政机关，还包
括其他具有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行政
主体；三是不限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还
包括应当追加为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法

院通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行政机关。
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类
型上，
司法解释具体列举了涉及食品药品安
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
案件类型，引导行政机关对三类特殊案件主
动出庭应诉。

新条例

规范强化军队院校教育
高考临近，报考军队院校是不少有志学
子的热门选择。自 7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版
《军队院校教育条例（试行）》，
围绕培养德才
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等方
面，进一步规范军队院校教育各方面和全过
程工作运行。
新修订的条例整体重塑院校教育管理
体系，科学划分各级职责界面，推动落实院
校优先发展战略。贯彻政治建军要求，优化
新时代军队院校教育基本布局，规范院校教
学工作、科学研究的定位要求和主要任务，
明确院校领导、教员、学员的标准要求，突出
政治能力培养。

